國立交通大學 105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地
主
出

列
記

間：105 年 11 月 4 日(五)上午 10 時 10 分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一會議室
席：張懋中校長
席：陳信宏副校長、張翼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台聯大副校長（請假）
、台南分部許根
玉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陳俊勳總務長、李大嵩
研發長、徐文祥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請假）
、電機學院杭學鳴院長、理學
院李耀坤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戴天時副院長代理）
、人
社學院曾成德院長、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王雲銘副院長代理）
、客家學院張維安院
長（許維德老師代理）
、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光電學院許根玉院長、科技法律學院
劉尚志院長（倪貴榮老師代理）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蔡錫鈞主任、圖書館袁賢銘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蘇育德主任委員、主計室楊淑蘭
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生代表周正欣同學（缺席）
、學生代表左帥同學（缺席）
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信宏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陳信宏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室溫
瓌岸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一、歡迎新任總務長張基義教授。
二、近期學校多項大型建築工程逐步完成，未來相關規劃及設備希以兼顧校園安全及教學研
究需求為主。
三、本校圖書館近年進行空間活化及改造，過去圖書館的規劃是以書為主，以人為輔，現因
資訊傳遞方式進化，圖書館規劃核心應以人的互動為主，透過空間的活化，讓圖書館變
成教師、學生、研究人員等激發創意，實現設計的基地；希圖書館與總務處合作持續積
極進行。
四、頂尖大學計畫將結束，後續係以轉銜未來的深耕計畫為主，各項研究補助將逐步減少，
未來政策將朝向引導跨領域學習之教育平台設計且避免學生過早受限於學系之專業分
流，故本校未來應以學院為核心作為研究教學招生之規劃主軸，整合各系所資源進行跨
領域、跨學院之研究教學。目前除電機學院及生科學院已經教育部核定試辦｢以學院為核
心教學｣計畫外，理學院及工學院亦應積極申辦。此外，｢設計｣是一個很好的主題，因｢
設計｣必然是多面向跨領域學習的成果，故各院可朝｢設計｣方向規劃相關研究教學方案。
五、各大樓館舍，尤其是中正堂或資訊館等經常辦理大型活動或典禮等場所之洗手間應備有
擦手紙或烘手機供使用，並應請相關人員隨時注意是否常態性供應。
六、請導師與諮商中心配合隨時注意學生學習狀況、課業壓力及心理狀況，並請各館舍定期
檢視空間安全。
七、有關捐款者於館舍或開放空間命名等細節，請策略發展辦公室參考與會主管意見後研擬。
八、請學院轉知教師並加強宣導關於研究成果或發明申請專利應以本校名義為之，不得以個
人名義申請，相關事項請與研發處連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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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5 年 10 月 21 日召開之 105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已電子郵件傳送
各主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二、教務處報告：
（一）校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教育部於105年10月24日臺教高(三)字第1050145464A號函通
知本校通過「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認定，同意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效，
期限比照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自104年起至109年止。
本校必須於來文收到三週內，辦理函送「審查意見表」與「自我評鑑學校受評單位調
查表」資料至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與公告認可結果等事宜。教務處將依來函規定事項
辦理並準時函復。另部分審查意見需各教學單位配合處理事項，將後續通知。
（二）領袖人才培育學分學程：
1.「領袖學程的16堂課」於105學年度上學期邀請15位跨領域具指標性的領導人物蒞校
演講，促進學習交流與連結。105年11月份預定邀請講者及講座主題如列：11月1日：
環境正義(中山大學邱花妹教授)、11月15日：土地正義(政治大學徐世榮教授)、11
月22日：青年的世界觀(雅言出版社顏擇雅社長)、11月29日：我的學習之旅: 生涯
的渴望與可能(交大科法學院劉尚志院長)。
2.105年10月22日、23日於交映樓Wakeup Bar舉辦本學期第一場次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工作坊，透過工作坊介紹設計思考的五個步驟，進行思考訓練與自我挑
戰，參與者約40位學生。
3.預定105年11月19日辦理學程農村參訪活動，規劃帶領學程同學前往臺南大崎村進行
香檳菇參觀及農村再造工程參訪。
（三）創業與創新學分學程：
「創業與創新講座」課程於10月20日邀請AsiaYo.com 創辦人鄭
兆剛學長(交大畢業校友)進行創業經驗分享，參與者約70位校內學生。
（四）跨域學程：教務處為加強各院系鼓勵學生選修跨域學程，由教學發展中心負責請各跨
域系所協助製作跨域宣傳影片。每件宣傳作品教務處將補助經費8000元（含勞健保）
協助影片製作。
三、學務處報告：
（一）女生宿舍-竹軒一樓與地下樓空間活化於十月底完工，明亮空間與舒適環境將成為住宿
生交流的新天地，近期驗收完畢後將開放給學生使用。
（二）友善校園活動：
1.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導師會議暨績優導師頒獎典禮，於 105 年 11 月 3 日(四)11:50
假資訊館二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校長親自頒發績效特優導師獎及績優導師獎，邀請
得獎師長上台分享心得。
2.辦理「國立交通大學 105 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暨體育週活動」，105 年 12 月 7 日假
光復校區田徑場舉行全校運動大會，舉辦各項學生個人、團體競賽項目及開幕典禮
創意繞場活動；體育週則有籃球投籃比賽、棒球九宮格、足球 PK 大賽、及躲避球擒
王賽、排球發球比賽等別具趣味競賽，歡迎教職員生踴躍報名參加，促進身心健康，
聯繫師生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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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軍訓室於 105 年 10 月 26 日於西區壘球場後方，辦理「交大真英雄」漆彈活動，體
驗單兵射擊與運動連繋的戰場實境，學習危機應變的能力，驗證團隊精神之重要性，
並於活動中融入友善校園、紫錐花、反毒、反菸、交通安全、校園安全、急救教育
等多元宣教。總計教職員生共計 368 員參與，活動熱烈成功。
4.全校性心理輔導活動推廣：10 月 5 日及 12 日舉辦｢藍色大門調查局｣活動，透過訪
問了解校園內師生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及態度，並於 10 月 24 日在諮商中心粉絲頁公
布正確答案及相關衛教圖文。10 月 12 日舉辦｢撕下標籤-讓風信子為我們打開一扇
視野之窗｣講座，邀請新竹風信子協會分享如何陪伴精神障礙者以及協助就業，總計
52 人參加。10 月 16 日舉辦｢高低空繩索戶外探索工作坊｣，讓同學感受恐懼與嘗試
克服的經驗，總計 25 人參加。
5.105 年失物招領義賣活動於 10 月 28 日辦理完畢，義賣所得合計 4 萬 9,106 元，全
數捐至本校急難濟助基金，嘉惠學子。
（三）校園安全管理：
1.105 年 10 月 27 日辦理「105 學年第一學期校園安全委員會」
，討論校園防颱、防火、
犬隻攻擊、場館建物的檢查、境外生法定代理人、住宿安全及門禁等管理，完善校
園安全機制。
2.目前全校約有近 1/4、約 2500 名學生賃居校外，學校除定期由教官訪視居住環境，
每年開學後舉辦賃居應注意事項講習，強化校外賃居安全意識。本學年排定 105 年
11 月 16 日晚間請市消防局專業講師講授如何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四）畢業生輔導：
1.105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25 日止執行教育部「101、103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
調查」，共計 101 學年度校友填答 1241 份，103 學年度校友填答 1631 份，10 月 26
日上傳調查資料至教育部。
2.「2016 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10 月共辦理 39 場講座(35 場公司說明會、1 場役男
制度說明會、2 場企業日、1 場海外招募)及就業博覽會，講座參與人數經統計為 3508
人，平均每場次約 91 人。就業博覽會，參與學生數約 620 人。
（五）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體檢活動有 3533 人到場檢驗，11 月 2 日中正堂辦理補檢及新
生體檢異常者複檢。
（六）為促進勞工健康，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一條規定，於 10 月 20、21 日辦理勞工
健康檢查，共 311 人參加；11 月 2 日辦理實驗室特殊作業體檢活動。
（七）102、103、104 各學年大學部新生入學績優獎學金-續領：104 學年第 2 學期成績在該
班學生前 20%，符合續領獎學金 25,000 元資格者有：102 學年推甄入學 8 人，103 學
年推甄入學 9 人、考試入學 2 人，104 學年推甄入學 12 人、考試入學 2 人。總計 33
人，獎學金 825,000 元，業已造冊核撥。
四、總務處報告：
（一）重大工程報告（現地施工照片如附件一，P9）：
1.人社三館新建工程：已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搬遷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勞務案已於 105
年 5 月 31 日決標，並開始進行細部設計及發包預算書圖作業；風雨門窗工程已於
105 年 9 月 27 日決標，目前施作中，預計 12 月初完成。10 月 21 日邀集使用單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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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協助單位召開搬遷分工及及相關協調會議，系所裝修部分預計 11 月初辦理招標作
業程序。
2.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已於 105 年 7 月 5 日召開外牆選
色會議，並持續與使用單位進行空間使用及搬遷討論事宜，同時就後續相關實驗設
備建置所需經費籌措等問題進行初步討論。目前進行 B 棟 8 樓樑版 9 樓 Deck 底版鋪
設作業，國際會議廳 2 樓樑筋綁紮，目前施工進度 51.79%。
3.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於 105 年 8 月 13 日舉辦上樑典禮，目前結構體已完成。
現在施作室內門窗框組立、外牆水泥粉刷打底、天花板油漆批土、自來水管線壓力
測試，工程施工進度 74.045%。
（二）本校場地出租設置影印機公開招租應注意事項：
1.各需求單位於自有空間出租設置影印機應依「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簽准後，辦
理公開招商(租)訂立租約收取租金，並約定由廠商自行負擔因此增加之稅賦及其他
費用。本處已擬訂相關招租作業程序，請參閱附件二（P10），或詳購運組網頁。
2.場地出租之委外廠商需為合法設立公司或工商行號，且各項影印項目服務之價格由
各需求單位於招標規範中提出，原則應低於或等於市價行情。租金收入依本校「場
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7點之原則性規定，提撥50%予校務基金，餘50%
歸入各學院場地收入經費項下。
3.為符合相關法制規定，各需求單位應於今（105）年12月31日前完成招租訂約程序；
未於期限內完成者，該空間最遲應於明（106）年1月31日前完成騰空。
（三）請本校各單位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為落實「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9條規定，業於104學年度第24次行政會議提案通過「本校一
級單位今年度向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優先採購物品及服務金額至少為1
萬元」
。年度將屆，敬請各單位儘速達成採購額度，以符社會責任並協助達成法定比率
5%。
五、研發處報告：
（一）研究獎項/補助申請：
1.教育部「第 21 屆國家講座」自 105 年 12 月 1 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受理推薦，
申請辦法及表單，請至教育部高教司網頁電子佈告欄下載。申請領域分為「人文及
藝術」、「社會科學」、「數學及自然科學」、「生物及醫農科學」、「工程及應用科學」
等 5 大類科，每一類科推薦申請人數至多以 3 人為限。請各院級單位於 105 年 11 月
4 日前回覆候選人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由研發企劃組統一提送 105 年 11 月 30
日召開之校教評會審議討論。經校教評會通過後，請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前，將所
推薦之申請資料彙整送至研發企劃組函送。
2.教育部「第 61 屆學術獎」自 105 年 12 月 1 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受理推薦，申
請辦法及表單，請至教育部高教司網頁電子佈告欄下載。申請領域分為「人文及藝
術」、「社會科學」、「數學及自然科學」、「生物及醫農科學」、「工程及應用科學」等
5 大類科，每一類科推薦申請人至多以 3 人為限。請各院級單位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前回覆「第 61 屆學術獎」候選人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於 12 月 20 日前彙整
相關申請資料，經學院送至研發企劃組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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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106 年度「考察研究獎助金」自即日起至 106 年 2 月 28
日止受理申請，詳細之評選辦法與相關表格，可至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網頁參閱與下
載 。請各院級單位於 106 年 1 月 6 日前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請各院級單
位於 106 年 2 月 10 日前送至研發企劃組函送。
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賽，自
即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21 日止受理申請，請各學院回報推薦申請名單及繳交申請資
料。相關注意事項詳參函文及附件說明，亦可至研發處及教育部網頁查詢下載。
(二) 研究計畫申請：
1.科技部 106 年度「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研究試辦計畫」受理申請：本計畫為
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一年期）
，執行期限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止，計畫經費上限為新臺幣 250 萬元整，校內收件截止日為 105 年 11 月 16 日，其
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徵求公告等相關文件說明，或請至科技部自然科學與永續
研究發展司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2.教育部辦理補助「106 年提升校園行動應用服務研發及內容設計人才培育計畫」徵
件須知：教育部配合行政院「加速行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方案」
，規劃以實務應用
為導向之完整訓練專題課程，課程主題以 4G 創新技術與應用和跨領域學科內容為主
軸之行動應用服務研發及內容設計相關專題課程，藉此培育大專校院學生具備跨領
域、跨學科整合之 4G 創新應用服務技術能力。計畫申請方式以校為單位彙整提案，
每校至多可申請開設 3 門專題課程，不論申請幾門專題課程、推廣活動，均合併撰
寫 1 份計畫申請書及經費申請表提出申請，且計畫主持人應由學院院長（含）以上
層級單位主管擔任。校內收件截止日期為 105 年 11 月 11 日。
3.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大江生醫千萬論文招募」活動：研究計畫校內收件日
至 105 年 11 月 25 日止，雙邊研討會及研究訪問計畫為隨到隨審，須於活動辦理 4
個月前提出申請。相關訊息請參函文及計畫徵求說明，或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
查詢下載。
六、國際處報告：
（一）本校擬新/續簽下表合約，有關合約名稱、合作現況/預期效益及效期等表列如下：
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1. 該校為立陶宛最頂尖的學校，
歷史悠久，提供英語授課，為
一綜合型大學。
NCTU

立陶宛

維爾紐斯大學

[新簽] 校級學術交

(Vilnius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另

University)

附件 1，p.1-p.5)

2. 本校參加 2016 年歐洲教育者
年會(EAIE)，與該校國際處代表
洽談兩校合作之可能性，雙方
同意建立校級 MOU 與交換學
生合約(3 名/學期)，以開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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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

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術和學生交流。

1. 該校為本校長期合作之姐妹
校，為世界頂尖大學之一。自
2005 年 與 該 校 建 立 校 級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
交流暨交換學生合約
NCTU

日本

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

書

MOU 和交換學生合約，雙方
交流密切，除學生交換外，亦
有同學至該校進行短期研究，
本處評估為 A 級學校。

[加簽] 校級雙邊建立

2. 該校寒川誠二教授與本校合作

辦事處合約書 (另附件

密切，提出兩校建立聯絡辦公

2，p.6-p.7)

室之建議，以加強未來研究合

5年

作。辦公室設於電子資訊中心
301 室(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辦
公室)。
1. 該校位於巴黎，為世界頂尖學

巴黎南十一大學
NCTU

法國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

校之一，雙方互有交換學生往

交流、交換學生暨雙聯

來 (該校每年於秋季班選送

碩士學位合約書

(Université
Paris-Sud)

[續簽] 校級學術交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另
附件 3，p.8-p.15)

4-5 名學生)，兩校間亦有教師
研究合作，本處評估為 A 級學
校。
2. 為延續兩校合作關係，擬續簽
校級 MOU 和交換學生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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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

本校簽

國家(地區)/校名

署單位

合約名稱

技學系

香港

效期

1. 該校為世界頂尖大學之一，兩

[原已簽署]

傳播科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校級學術交流、交換學

校每年皆有交換學生往來，本

生合約書；系級學術交

處評估為 A 級學校。

香港城市大學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傳

(City University of

科系)

2. 本校傳科系與該校媒體與傳播

3年
(自動

系簽有系級 MOU 與交換學生

續約 3

[續簽] 系級學術交

合約(2 名/學年)，簽約期間雙

年)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另

方合作頻繁，擬續簽合約以延

附件 4，p.16-p.28)

續學術交流。

Hong Kong)

1. 該校為世界頂尖大學之一，經
加州大學聖地牙
哥分校
NCTU

(University of

美國

California, San
Diego)

錢煦院士促成雙方簽署合作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交流合約書
[續簽] 校級學術交流
合約書
(另附件 5，p.29-p.30)

協議，兩校教師進行研究合
作，原合作協議於 2016 年 11
5年

月到期。
2. 為延續兩校研究合作，及促進
雙方科技部自由型計畫
(Free-style Projects)之合作，擬
續簽校級 MOU。

註：A- 世界排名 200 內 or 交流頻繁。 B- 世界排名 200-400 or 有雙向交流。C- 世界排名
400+ or 曾有交流或單向交流。D- 無實質交流。(研究機構 - 不列入等級排名。)

（二）教育部委託東海大學於今(105)年 10 月 21-25 日於印尼雅加達及棉蘭舉辦「2016 印尼
臺灣高等教育展」，由教育部陳良基政務次長率領 49 所公私立大學參加，本校由國際
處陳佩彣專員及印尼籍碩士生楊飛龍同學代表參加，向當地師生及家長介紹本校入學
資訊 。據官方統計兩場教育展參展人次合計逾 5000 人，頗獲好評。本次亦承蒙本校
雅加達及棉蘭地區校友至會場熱心協助，至表感謝。
（三）重要外賓(10/12-11/4)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由香港中文大學與深圳

10/24

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

校長

大學，根據大陸《中外合作辦學條例》而組

徐揚生

建的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機構。來訪介紹該
校的運作模式與學術表現。

10/25

10/26

越南胡志明市國
家大學

總校長

瑞典戰略研究基

主席

金會

CEO

楊英德 Duong Anh
Duc

由教育部引薦至本校瞭解客家文化學院建立
緣由及如何研究客家文化，同時藉此機會推
廣臺灣的客家文化及客家建築特色。

Prof. Dr. Lars
Hul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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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引薦瑞典戰略研究基金會主席
Prof. Dr. Lars Hultman 來訪本校，瞭解本校
發展概況與研究能量，並洽談未來可行的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合作空間；同時，Dr. Hultman 也是姊妹校
瑞典林雪平大學的教授，本校前奈米中心
主任倪衛新教授目前於林雪平大學任
教，與 Dr. Hultman 合作密切，Dr. Hultman
鼓勵本校持續與倪教授聯繫，加深兩校各
領域的合作。
10/31

紐約州大學韓國
分校

教務長

高一民教授 Prof. Dr.
Imin Kao

與本校國際處討論兩校已簽署的雙聯碩
士協議，研商落實及拓展執行領域作法。

（四）教育部 105 學年度清寒僑生助學金，共 47 位同學受獎，每人每月$3,000 元；研究所
優秀僑生獎學金，共 14 位同學受獎，每人每月$10,000 元。
七、人事室報告：
（一）教育部委請逢甲大學建置「科研機構國際人才查詢平臺」
，已登錄政府監管之績優財團
法人科研機構所延攬之創新研發人才，可供查詢國際人才並邀請到校兼課或講座教
學，請各單位踴躍使用平臺資料(http://www.csal.fcu.edu.tw/edu/HRLogin.aspx)。
(人事室業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交大人字第 1050017779 號書函轉知全校各單位)
（二）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同仁(人事代號為 B、D、E、F、G、H、Z、J 、O、V、Y)，105
年 11 月 12 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及 12 月 25 日行憲紀念日依法為放假，惟本(105)年節適
逢星期六日，請於上述兩天國定假日後 6 個月內自行於本校差勤系統中擇日補假。
八、策略發展辦公室報告：
（一）為符合徵信原則及績效管理，本校自 102 年起製作捐款徵信年報，向校友述明捐款概
況及捐款經費計畫執行情形，目前進行 105 年年報規劃。
（二）
「105 年捐款徵信年報」初步規劃 36 頁(含封面、封底)，將提供每個行政單位（處室）
及各學院 1 頁版面說明單位或院內捐款計畫需求或相關捐款計畫執行情形，請各學院
及行政單位於 105 年 11 月 25 日(五)下班前提供文字稿（每頁 500 字數內）和至少 3-4
張照片（圖片）
，俾利刊物編排設計及製作。
（提供版面以 1 頁為基礎，若有特殊需求，
請再與本辦公室聯絡。）
参、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上午 11 時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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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重大工程施工狀況照片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施工情況-1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施工情況-2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施工情況-1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施工情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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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交通大學場地出租設置影印機公開招租作業程序
一、依據法令：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之規定採公開招租，並依「國有出租基地租
金率調整方案」計收租金。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釋財物出租不適用政府採購法，
本校辦理場地出租程序係參考政府採購法精神辦理。
二、租期：3 年租期及 2 年後續擴充為原則。
三、預算金額:以出租期間預估收取場地費。
四、公開招租作業程序
(一)擬訂招標文件
使用單位依需求擬訂招標文件簽奉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准後，由總務處購運組辦理公
開招租上網公告作業。決標方式由使用單位決定採取評審或最高標方式決標，如採
評審方式使用單位須成立 5 人以上評審小組負責評分。
(二)等標期
等標期以 15 天以上為原則，如有縮短必要須簽奉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准，最短不得少
於 7 天。
(三)標封收件
廠商投標文件由總務處購運組負責收件。
(四)開標
由總務處購運組負責主持開標，使用單位須派員會同開標，並於開標紀錄簽名。
(六)評審小組評分
評審小組須依照招標文件評審須知規定辦理評分，評分結果交由總務處購運組辦理
決標事宜。
(七)決標
1.採最高標決標:廠商報價不得低於本校公告預算，以廠商標價最高者得標。
2.採評審決標:廠商報價不得低於本校公告預算，且經本校評審小組評分後最優勝廠
商決標，價格應納入評分項目且權重不得少於 20%。
3.由總務處購運組負責主持決標，使用單位須派員會同，如有須與廠商議約事項，
使用單位應提出議約條件以供議約使用，並於決標紀錄簽名。
(八)訂約
決標後由總務處購運組簽訂契約一式 5 份(正本 2 份，副本 3 份)，正本交由使用單
位、得標廠商留存，副本交由購運組、保管組、主計室留存。
(九)履約管理
使用單位須負責管理訂約廠商及契約履行，以確保履約品質及時效，維護本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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